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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秋日明澈的阳光下，一幢灰黄色砖石建筑
庄严屹立。在党的七大会址——— 延安杨家岭革
命旧址中央大礼堂里， 24 面党旗鲜红如初。

杨家岭革命旧址讲解员钱文艳在这里工作
了 11 年。听完十九大报告，她对烂熟于心的讲
解词又有了不一样的感触。党的七大把毛泽东
思想写入党章，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
实际相结合。如今，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我以后在工作中要把
新时代的新思想传播给更多游客。”钱文艳
说。

读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伟大意义

围坐成一圈，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王新生与教师们讨论热烈。 19 日下午，他们正
在集体备课，让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创新理论以最
快速度走进思政课堂。

已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研究 34 年的王
新生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提
出兴奋不已。“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
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就能焕
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王新生
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我们
党带领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里
程碑，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
史性飞跃。

北京图书大厦一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
新思想新战略》等重点主题出版物被摆放在最醒
目的展台上。不少读者捧起书籍，驻足阅读。

大学生李晨曦正在展台前选购图书，为自
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毕业论文做准备。他
说：“十九大报告中提到，青年一代有理想、

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
望。我是一名学生党员，应该更深刻理解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坚定理想
信念，更提升能力本领，不辜负这个时代。”

科学的理论同实践结合会产

生无穷力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上的成就与理论
创新是相辅相成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先达
说，“五年来，我们党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
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
成的大事，这都与理论创新密不可分。”

1978 年， 18 位农民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
按下鲜红手印，拉开新中国农村改革序幕。如
今，小岗村又多了一批新致富能手，周党之就是
其中之一。两年前，安徽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确权登记首批颁证在小岗村启动，周党之等村民
拿到了自家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党的十
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 30
年。这是给我们吃了一颗定心丸。”周党之说。

金秋时节，柠檬飘香。四川达州渠县渠南乡
大山村柠檬产业园中，几十名村民正忙着采摘、
分选和装箱。“柠檬园每年能提供近 200 个岗
位，采摘季节，每人每天最多可以挣到 150
元。”大山村党员雷震说，“村民既可以通过筹
资成为股东，参与管理，也可以入园打工挣钱。
这是精准扶贫政策带来的变化。”

“挖煤不见煤，发电不冒烟。”走进山西同煤
塔山循环经济园区，高耸的储煤仓、蓝白相间的
密闭皮带运输走廊、整齐划一的工业广场……
目力所及，看不到一点“煤黑”色。塔山循环经济
园区管委会主任杨天斌说，五年来，园区实现了
矿区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经济效益与
环保效益的双赢并进。

从“三权分置”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到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再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促进和推动了理论创新，
而理论创新又进一步指导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实践。

以创新理论为指引，开启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
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让各地各行业
的人们感受到信仰的感召、方向的指引、进取的
力量、胜利的信心。

芦苇丛丛、候鸟翻飞。每到秋末冬初，鄱阳
湖就会迎来几十万长途跋涉而来的“客人”。由
于生态保护意识增强，鄱阳湖成了“候鸟天堂”。

“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
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管理局副局长伍旭东说，“我们会像对待生
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建设美丽中国。”

广州市海珠区琶洲互联网创新集聚区内，

正是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对未来，广州市
海珠区委书记马正勇充满信心：“新时代赋予新
使命，新目标开启新征程。我们有信心把这里建
设成世界级的创新集聚区。”

在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第 51 窟，麦积山
石窟艺术研究所所长李天铭和同事们蹲坐在 2
米多高的脚手架上，讨论着洞窟病害调查进
展。“十九大报告提出，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
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
文明优越。麦积山石窟承载着丝绸之路文化交
流的历史记忆。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
下，古老的文化遗产更应发挥新的引领作
用。”李天铭说。

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
惟有与时俱进，才能永葆生机。

时针已指向晚上 10 点，华北电力大学人
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苑英科还在学习十九
大报告，准备教案。苑英科说：“我们要按
照十九大报告所要求的，在理论上跟上时
代，不断认识规律。要为培养德智体美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发挥
好引路人作用。”新华社北京 10 月 20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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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久困于穷，冀以小康”。如今，决战贫困最后
千日冲刺的新起点已经来到。

党的十九大报告庄严承诺，让贫困人口和贫
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

连日来，代表们高度聚焦脱贫攻坚事业，普遍
感到催人奋进、使命光荣艰巨。必须动员全党全国
全社会力量，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

报告做出的这一判断，凝聚中国

共产党人的使命担当和全国人民的

勠力同心，贫困地区迎来历史性巨变

“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六千多万贫困
人口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从百分之十点二下降
到百分之四以下。”数据的力量，足以昭示成就。

“决定性进展”，这是对五年来脱贫攻坚历史
性成就的最有力诠释。

“17 万老区群众整体告别贫困，成为奔向全
面小康的新起点。”江西井冈山市委书记刘洪代表
说，勤劳纯朴的井冈山人民亲历着中华民族站起
来、富起来、强起来的每个进程，生动说明了共产
党就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诠释了
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和使命。

时空转换，初心不改。今年 2 月 26 日，江西井
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向 90 年前支持和参与
革命的井冈山人民献上最好的告慰。全市贫困发
生率由 13 . 8% 降至 1 . 6%，低于国家 2% 的标准。

决战贫困，这是亘古未有的历史性跨越，也是
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的责任和担当。党的十八
大以来，脱贫攻坚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
任务和标志性指标，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现行标准下的贫困人
口由 9899 万人减少至去年末的 4335 万人，累计
减少 5564 万人，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国家的人口
数量。今年减贫人数预计也在 1000 万人以上，5
年年均减贫 1300 多万人。

2013 年 11 月 3 日，一个让湘西人民永远铭
记的日子。习近平总书记赴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考察，在花垣县十八洞村首次提出精准扶
贫要求，为新时期扶贫开发工作指明了方向。

如今的十八洞村，通过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
游、特色种养业、苗绣加工、劳务经济等产业，让农
户通过经营、租赁、入股等形式获得收益，人均纯
收入由 2013 年的 1668 元增加到 2016 年的 8313
元，实现整村脱贫，交出了一份群众认可、经得起
历史检验的答卷。

“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信心拔穷根、摘
穷帽，一定打赢脱贫攻坚战，不让一个贫困群众在
小康路上掉队。”湘西州州委书记叶红专代表信心

满满地说。

这是时不我待的任务

兑现承诺要动员全党全国全社

会力量，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区脱

贫任务，做到脱真贫、真脱贫

决战面前，“最后一公里”剩下的大多是最
难啃的“硬骨头”。

脱贫成就历史罕见、举世瞩目，然“行百里
者半九十”，贫困这个沉甸甸的痼疾，仍然不是
一朝一夕就能根治，仍是困扰贫困地区人民群众
的一个巨大瓶颈。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动员全党
全国全社会力量。

甘肃陇南市委书记孙雪涛代表说，复杂地质
导致陇南自古行路难，交通的落后让当地特产走
不出大山，使得陇南形成了“富饶的贫困”，也
成为甘肃乃至全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

“距离 2020 年只有三年多一点时间，对陇

南来说实现整体脱贫任务还很艰巨。”孙雪涛用
“时不我待”“时不我予”来形容他身上那股时
刻都在的紧迫感。

在 2015 年 11 月召开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
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全党立下愚公移山志，
咬定目标、苦干实干，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
保到 2020 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
全面小康社会。

“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
面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报告中的这
句话，字字千钧，深深地烙印在每位代表的心
中。

深度贫困是当前脱贫攻坚短板中的短板，必
须采取超常规举措。这些地区致贫原因复杂，贫
困程度很深，脱贫任务十分艰巨。

“脱贫是最大的政治责任、最大的民生工
程、最大的发展机遇。”广西柳州市委书记郑俊
康代表说，“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近在咫
尺’，对此我们有必胜信念和坚定信心。在剩下
3 年这关键一程上，扎扎实实地推进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工作，真扶贫、扶真贫。”

这是决战决胜的担当

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汇聚

各方力量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

到 2020 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

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

纵贫有千种、困有百样，矢志不渝的奋斗终
将一朝圆梦。

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只剩 3
年。报告以无比坚定的态度提出坚决打赢脱贫
攻坚战。面对这一明确的时间表，长期奋战在
脱贫攻坚一线的代表们纷纷表示，要以时不我
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到这场伟大的决战
中。

有当代女“愚公”之称的贵州罗甸县麻怀
村村支书邓迎香代表说，脱贫攻坚最后一公
里，大伙一定会撸起袖子加油干，把开路打隧

洞的精神化为如今的脱贫动力。
“未来几年，我们要利用村寨 70% 的森

林覆盖率和距离‘中国天眼’大射电望远镜只
有 7 公里的优势，带领全村发展特色乡村旅
游，让更多老百姓稳定持续脱贫。”

邓迎香说， 216 米长的隧洞，村民们都用
钢钎、锤子、锄头一点点挖出来了，只要苦干
实干，照样有决心和信心搬掉贫困落后的这座
大山。

同是贵州代表团的邓迎香的“战友”、六盘
水市钟山区大湾镇海嘎村的驻村第一书记杨波
代表，已经驻村 8 年了。在 19 日贵州省代表团
开放日活动中，他带来了一份海嘎村脱贫的成
绩单——— 全村贫困发生率下降达 2 . 46%，仅剩
下的 23 户贫困户明年可全部脱贫。

在欣慰和自豪的同时，他也透露自己的一
点“雄心”：“国家鼓励发展乡村旅游。我想抓住
这个机遇，发挥我们村毗邻韭菜坪风景区和本
村彝族文化浓郁的优势，准备把村里的旅游业
搞起来，让乡亲们在家门口就可以增加收入。”

内蒙古鄂温克族自治旗伊敏河镇党委书记
敖慧然代表，在听完报告后感到十分振奋。

“我们旗离海拉尔机场只有不到 10 公
里，还修了一级公路、打通到阿尔山风景区的
旅游环线。”敖慧然说，“会后我们要更加努
力地从文化扶贫上多做文章，让大家熟悉的不
只是《敖包相会》，让更多贫困群众从发展中
受益。”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永远是中国共产
党人的奋斗目标。十九大报告提出，保证全体
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
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脱贫摘帽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让井冈山
革命老区的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这才是
最终目标。”井冈山市委书记刘洪代表说，报告
提出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我们将全力
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内生动力，确保贫困人口
的现金收入不断增长、居住条件不断改善、保障
水平不断提升、综合素质不断增强，努力在贫困
地区全面奔小康的征程中，继续争当排头兵。
重庆市委副书记唐良智代表说，目前全市

还有贫困村 226 个、贫困人口 30 . 3 万，都是
坚中之坚、难中之难。下一步将按照十九大部
署，把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与深化脱贫攻坚结合
起来，用改革发展的办法促进农业农村发展、
巩固扩大脱贫攻坚成果，帮助贫困地区和贫困
群众短期可脱贫、长远能致富、一起奔小康。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大幕已经拉
开。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
引下，举十三亿多中国人民的磅礴之力，脱贫
攻坚这场历史性决战一定能如期胜利！(执笔
记者：董峻、荣启涵，参与记者：邹伟、李
平、张旭东、王希、刘铮、张辛欣、高皓亮)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0 日电

决战贫困 ，时不我待

▲在位于天津的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教师们参加“十九大精神进课堂”集体备
课会（10 月 19 日摄）。新华社发（聂际慈摄）

▲ 10 月 20 日，安徽小岗村新致富能手周
党之在自己的蔬菜大棚中忙碌。

新华社发

▲山西同煤塔山循环经济园区一角(9
月 24 日摄)。 新华社发

▲在麦积山石窟第 51 窟，麦积山石窟艺术
研究所所长李天铭(右)和同事讨论洞窟病害调
查进展(10 月 18 日摄)。 新华社记者范培珅摄

党的十九大代表

聚焦脱贫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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